
 

訂閱／取消 電子報 

館務訊息 

4月 22 日(六)閉館時間異動 

4月 22 日(六)圖書館因舉辦校慶活動-"Erinyes密室逃走中"，總圖書館閉館時間調整為 17:00。當日

如有資源使用需求，敬請預做準備提前因應，謝謝。 

Due to the activity-“Erinyes” of NTHU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he opening hours of main Library 

will be adjusted to 10:00-17:00.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0 

 

總書館圖 5樓桌椅組裝作業施工 

總圖書館 5樓近日進行桌椅組裝作業施工，影響區域為旋轉梯周邊（近大草坪側），組裝期間會有些許

噪音，建議改至其他樓層閱讀，造成不便，還請見諒。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2 

 

2017/3/27(一) ~ 4/16(日)本校考試期間，總圖書館閱覽服務調整公告 

2017/3/27(一) ~ 4/16(日)為本校考試期間，總圖書館閱覽服務調整如下: 

 

1.換證入館每日限額 30名，換證讀者在館時間以 2小時為限，逾時歸還者，自歸還日起五日內(含當日)

無法換證入館。 

2.持「互換借書證」讀者暫停入館閱覽及借書。 

3.暫停「圖書館之友借書證」之核發，但仍可至「圖書館之友候補系統」登記候補。 

4.3/27~4/14 夜讀區開放時間調整為每日 13:30～隔日 12:00。 

 

因本館閱覽席位有限，考試期間圖書館將加強實施座位巡查，讀者需離座 30分鐘以上時，應將個人物

品攜離，違規佔位物品將由館方集中收存於一樓櫃台，並依違規行為處理要點處理。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2 

4/14（五））-4/19（三）1F閱報區換展，鄰近區域將有施工噪音，敬請見諒 

4/14（五）-4/19（三）起，總圖書館 1F閱報區因進行換展施工，期間有施工噪音影響鄰近閱讀區域，

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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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歡慶校慶及清華紫荊季 -- 圖書館 open house &定時導覽】 

4/23（日）本校校慶活動日及 4/29（六）清華紫荊季， 

圖書館開放免刷卡、免換證入館，歡迎所有讀者蒞臨參觀。 

 

請當日進館讀者協助我們： 

1．館內請勿喧嘩，參觀請勿進入 4F～6F。 

2．館內禁止飲食與攜帶食物入內。 

3．如欲拍照，請至諮詢服務台申請。 

謝謝您的配合。 

 

圖書館於校慶活動日 11:30提供 30分鐘定時導覽， 

請欲參加導覽之讀者至旺宏館穿廊一樓大電視下集合。 

 

如有導覽相關問題，請洽：03-574299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7 

 

[學習+系列]：找尋資料撇步:快速尋找中文文獻 4/20(四) 14:00-16:00，請踴躍報名！ 

活動名稱：找尋資料撇步:快速尋找中文文獻及電子書的運用 

講者：顧依穎小姐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4/20(四) 14:00-16:00 

地點：圖書館清沙龍 

 

找題目、尋資料、寫作業、交報告… 難！難！難！ 

特為大學生的你準備查詢資料起手式~簡易入手 快速學會 

演講內容包括介紹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及 iRead ebooks電子書 

歡迎踴躍報名~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為最齊全之繁體中文文獻資料庫之一，包含期刊文獻以及碩博士論文。 

內容含六大學門：人文、,基礎與應用科學、醫藥衛生、生物農醫、工程學、社會科學。 

收錄了超過 5000+種台港澳優質學術內容，全文超過兩百多萬篇的全文。 

iRead ebooks 電子書 

收錄了逾 40,000本繁體中文電子書，已上線逾 40,000 本。 

是全台灣收錄「數量最多」、「主題最多元」、「最容易使用」的中文電子書服務平台。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24 

 

【活水講堂】先聽話，再說話，4月 15日（六）14:00-16:00 開講，歡迎參加！ 

長輩說：「沒禮貌，比沒知識還慘！」 

20年來，從南美洲到亞洲， 

BRUNO 輔導過大大小小的企業/團體做教育訓練， 

深深的認同這句話。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7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24


 

以前的問題，都出在人身上！ 

幽默風趣的風格，加上互動式的模擬訓練， 

一定讓你大大的收穫！ 

快點呼朋引伴來聽聽布魯諾國際品牌顧問-執行總監 

BRUNO 的經驗分享吧！ 

---------------------- 

 

講題：先聽話，再說話 

日期：106年 4月 15日（六） 

時間：14:00-16:00 

地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主講：Bruno-布魯諾國際品牌顧問 執行總監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1 

熊青 line貼圖召喚中：「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闖關活動登場！ 

2017 校慶期間，本館首次推出「熊青ㄟ校史之灰熊有意思」line貼圖贈獎活動！ 

 

4月 18-27日參與總圖 2F校史展示區「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闖關活動，即可參加限量 260組貼

圖抽獎（活動結束後抽出）。 

 

出生於清華總圖的熊貓阿清，性溫和，有點宅，最愛 Cosplay 灰熊裝及讀校史，目前正朝「熊青」養

成之路前進中。40幅貼圖梗，主要以清華的人、事、物發想，例如：梅竹賽、公共藝術等，也有適合

一般大眾的生活用圖，歡迎各界與清華歡渡校慶之際，也一同來校史探險，「解開七封印，召喚熊青魂」！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29 

演講「綦銘家校友從紐約來，談華爾街的經驗」--4月 19日 14:00--16:00@圖書館 1F清沙龍 

講者：綦銘家(Mingchia Chi )  

 

綦銘家校友為清華動機系 83級、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碩士，現為瑞銀債券外匯交易員，對股票

投資研究極感興趣。  

 

其簡要經歷為：  

 

1.1992 年在華爾街的 Paine Webber 擔任固定收益分析研究員，發展收益曲線和期權定價模型。  

2.於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開發交易分析工具。  

3.於芝加哥的對沖基金 Citadel Investment 工作。  

4.於巴克萊(Barclays)，開發實時定價和風險管理系統，使其成為債券交易中前三名經銷商之一。  

 

演講大綱：  

華爾街(Wall Street)大致的結構  

美國政府公債交易（US government bond trading）25 年來的變化，從理論到實際。  

外匯(FX)市場近期在財務科技的發展趨勢  

個案探討：最近一些重大事件對市場的影響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29


主辦：圖書館、校友服務中心、科技管理學院計量財務金融學系、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資訊

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8 

人社分館展覽「華夏意匠－圓明園四十景圖與樣式房圖檔特展」，4月 10日--4 月 20日 

一件典藏於圖書館中的館藏，只有在被讀者閱讀、研究、欣賞後才真正地展現了價值，如同撥去了塵

埃的藝術品才能被清楚地看見！ 

 

「華夏意匠－圓明園四十景圖與樣式房圖檔特展」是人社分館首次與同學合作，透過同學對館藏的研

究利用分享，讓更多讀者可以看見圖書館館藏的豐富內容，透過同學的雙眼讓您看見館藏的內涵與趣

味之處。 

 

2017/4/10~4/20 人社分館複合閱覽室    

歡迎您一同來欣賞。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6 

知識匯(Knowledge Hub@NTHU)說明會，歡迎踴躍報名！ 

學校為完整呈現清華的研發能量及研發成果之影響力，並建立通暢的行銷管道及學術網絡，規劃建置

知識滙(Knowledge Hub@NTHU)，此平台未來將成為校內師生研發成果之單一入口。 

 

平台已完成第一階段之建置，並即將上線開放使用。 

擬透過知識滙說明會之舉辦(4 月 18日-4月 28日)，讓使用者能熟悉系統之操作方式，進而能運用平

台簡化例行作業，並提供平台未來功能精進的方向。 

說明會各場次詳細時間請參考報名網頁（http://goo.gl/uIg7Zg），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報名參加！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5 

 

【清愛的！BOOK忘我】五月天，書香天，畢業季限定 

驪歌初動的五月天裡，藉由畢業生贈書活動，及在書中留下的簽名或勉勵的話語，將在清華曾有過的

夢想和感動代代相傳，每一本書都是過去的根基、未來的房角石，當他日重回母校，翻開這一頁記憶，

驀然回首也提醒了自己莫忘初衷。而傳遞出去的這本書，是給予，是時間的花束，可能在某個燈火闌

珊處，也鼓勵、安慰了某個意想不到的人，成為祝福。 

 

活動內容：畢業生可選擇一本屬意的好書典藏於圖書館中，留給學弟妹您的祝福。 

==================================== 

活動方式： 

 

(一) 線上選書 

 

1. 流程：登入選書平台→勾選書籍→收到繳費通知信→於指定期間內至選擇館別完成繳費→於所選書

籍簽名或留言→贈送圖書館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GA_Book/ 

 

2. 日期： 

(1) 選書：5月 1日（一）～5月 7日（日） 

(2) 繳費：5月 9日（二）～5月 11日（四）中午 12:00-14:00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8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5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GA_Book/


※未於指定期間內完成繳費者，其選擇圖書將開放於現場選書。 

 

(二) 現場選書 

1. 流程：於校本部總圖書館、南大分館現場挑選書籍→繳交購書費用→於所選書籍簽名或留言→贈送

圖書館 

2. 日期：5月 9日星期二～5 月 12日星期五、5月 15 日星期一～5月 17日星期三中午 12:00-14:00 

活動地點：校本部總圖書館川堂、南大分館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6 

 

圖書館於 4/20-5/10舉辦「含弘光大-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歡迎參觀！ 

1909 年，近代中國史上風起雲湧的新時代即將到來的時刻，清華大學的前身「遊美學務處」及附設「肄

業館」也孕育而生，成為至今清華年逾百歲、橫跨兩岸，桃李滿天下的開端。 

 

清華見證了歷史，歷史也見證了清華，無論時空如何變遷，清華都致力於延攬各方學術人才，為國家

社會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這些被稱為「清華學人」的師生群，彼此相濡以沫，教學相長，從

其留下來的筆墨丹青中，即可領略一二，更可見其所含之抱負信念，及清華的培育如何做為其立身處

事之根基。 

 

憶昔撫今，清華特舉辦「含弘光大－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暨「清華大學與民國學風座談會」，展出六

十餘件兩岸清華具重要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的學人手札，包含：梅貽琦校長及「國學四導師」梁啟超、

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的書信、手稿與書法作品。 

 

敬邀各界蒞臨欣賞，一睹先賢手澤，並期待透過座談會的探討，古今相會，風華再現。 

地點：總圖書館一樓知識集暨閱報區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22 

歡迎參加 4月 21日「清華大學與民國學風」座談會暨手札展開幕儀式 

最紛亂的年代，有最蓬勃的思想。遙想民國初年，舊時代未退、新時代已臨，是大破也是大立的關鍵

時刻。本次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暨清華大學與民國學風座談會，將於圖書館展出六十餘件兩岸清華具

重要學術貢獻與社會影響的學人手札，並有專題演講與座談，敬邀各位來賓共同傾聽那個年代的思想。

參加座談會者可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3小時，歡迎踴躍報名！ 

 

14：00-14：10 校長致詞 / 貴賓致詞 

14：10-14：20 含弘光大－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開幕儀式 

14：20-15：20 專題演講 

      講題：馮友蘭與陳寅恪 

      演講者：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暨哲學系陳來教授 

      主持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特聘講座教授 / 黃一農院士 

 

15：20-16：50 座談會 

      與談主題及與談者： 

      中國現代儒學史上的清華學統 / 清華大學哲學系唐文明教授 

      羅家倫與清華大學 /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羅久蓉兼任研究員 

      新竹建校時期的清華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陳華教授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22


      主持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 

 

16：50-17：10 手札展導覽/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 

 

時間：106年 4月 21日(五)14:00-17:00 

地點：總圖書館 1F清沙龍 

報名網址：http://rcollege.nthu.edu.tw/files/87-1090-217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26 

4月 17 日（一）起，「到此『藝』遊─清華公共藝術之旅」校史特展登場！ 

除了「水木清華」的自然美景，清華校園中的藝術雕塑也是看得見的風景、看不見的故事聚集地，更

具有領高等學府風氣之先，引進公共藝術觀念的歷史淵源。 

 

這些沉靜而獨特的藝術創作，陪伴著一代代清華人走過生命中美好的年歲，不覺已過四十餘寒暑。透

過本次特展的筆上之旅，邀請您一/藝起同行，閱讀關於它們的知性與感性。 

 

歡迎各界關心清華的好友，蒞館（總圖 2F校史展示區）欣賞！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9 

「俄羅斯典藏晚清木版年畫展」(4/24-6/16)暨專題演講「民俗畫中的圖像解密」(4/25 10:00~12:00)。 

你看過幾種年畫呢？是門神、灶神？還是各路財神呢？位在遙遠國度的俄羅斯宗教歷史博物館與中國

的傳統民俗年畫有著什麼樣的關聯？為什麼世界上最早進行年畫研究的人是一位俄國漢學家呢？ 

 

38件典藏於俄羅斯宗教歷史博物館的晚清年畫(複製品)將於校慶期間在人社院及圖書館人社分館展

出。歡迎一同來欣賞。 

 

而民俗畫作暗藏各種象徵符碼～想要一次搞懂嗎？ 那你一定不能錯過「民俗畫中的圖像解密」這場講

座！  

 

※報名成功且確實出席者可獲得限量年畫明信片一套(2 張)喔！ 

活動資訊如下，歡迎您一同欣賞。 

 

展覽：俄羅斯典藏晚清木版年畫展 

展期：106.4.24-6.16  

地點：人社院 A、B區，圖書館人社分館 

  

專題演講：民俗畫中的圖像解密 

主講者：楊玉君/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時間：106.4.25(二)10:00~12:00 

地點：人社院 A202演講廳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25 

「iReader eBook」華藝電子書 2017活動--【閱讀漂流記】開跑!!!!! 

眾所期待的華藝電子書活動又來了！ 

歡迎大家閱讀好書、分享經典話語、留言按讚，一起踏上【閱讀漂流記】旅程～～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2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39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25


本次活動共分閱讀漂流記、閱讀人氣獎及下載閱讀獎， 

只要閱讀多多、分享多多、讚聲多多， 

行動電源、全家禮物卡、饗食天堂下午茶卷、西堤等價餐券等多項好好獎等你來領喔～～ 

詳情請連活動網址：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703/index.html 

 

活動期間：2017/3/16～6/15 止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08 

「Acer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 2017上半年有獎徵答活動「看雜誌，奪大獎！」開跑～～ 

Acer？是那個 Double A之一的 Acer嗎？欸！不是捏！是大鐸資訊的「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

誌」啦！ 

 

本館訂購的「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收錄有 CNN互動英語、長春藤生活英語、天下雜誌、

XXL美國職籃等熱門雜誌。 

為使讀者瞭解電子雜誌的有趣之處，並引發其源源不絕的創造力，大鐸資訊特策劃此次活動，希望讀

者在參與的過程中，感受到電子雜誌的便利，並飽覽雜誌中精采知識。 

在此誠摯邀請本校教職員工生，一同參與有獎徵答活動。  

 

 

 

•活動網址：http://59.124.34.66/prizec/questionnaire  

•活動時間：2017/03/22～2017/05/21  

•活動辦法：活動期間內，點選活動網址，依提示至「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找資料回答

問題，就有機會獲得大獎。  

•獎   項：7-11禮 券。 月月送 15名，共計 30名。（註：詳情請見活動網頁）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路徑：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登入後搜尋「Acer Walking Library」點連結使用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3 

 

金雞“讀利” 邀您 17讀 Wiley 拿 GoPro! 

【電子書抽獎活動】 

金雞“讀利” 邀您 17讀 Wiley 拿大獎  

即刻參加 Wiley問卷答題活動 就有機會拿到 GoPro等大獎 

 

活動網址：http://ppt.cc/EnJQ9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０４／３０ 

📆抽獎時間：於５／６抽出各獎項 

🎁活動獎品： 

1. 頭獎：GoPro 壹台 

2. 貳獎：威秀影城團體電影優惠券壹張 (3份) 

3. 參獎：LINE貼圖 NT$60 (20 份) 

-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08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3
http://ppt.cc/EnJQ9


3題問卷超 easy，還有小提示捏~ 

共計 24位幸運兒！快來一起越讀越有利~!!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6 

只需短短 60分鐘，讓你成為圖書館達人～立馬報名「圖書館達人速成班」！ 

歡迎報名參加圖書館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圖書館利用說明會課程，只需短短 60 分鐘，讓您成為圖書館

達人，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前 12 場已結束) 

13. 4/19(三)12:10-14:00論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 篇 (疑難排解課程)，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14. 4/26(三)12:10-13:30期刊排比資料庫 JCR + 學術表現評比資料庫 ESI，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

腦教室 

15. 5/23(二)12:10-13:10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總圖），地點：總圖 2F電腦教室 

16. 5/24(三)12:10-13:10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南大校區），地點：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

室 

17. 5/25(二)12:10-13:10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人社分館），地點：人社分館複合閱覽室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圖書館服務與創新組(03)5742995 或 e-mail 至 ref@my.nthu.edu.tw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6 

 

試用資料庫 

※British Periodicals (1681-1938) 17-20世紀英國期刊線上資料庫 

British Periodicals Collection I & II 於完成後將收錄 460多種，17世紀後期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

的重要期刊，是深入研究英國及全球文化及歷史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試用網址:http://search.proquest.com/britishperiodicals 

 

試用期限：至 2017/6/4止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Collection 7-10 (19~20世紀典藏人文社會學術期刊全文資料) 

 

此資料庫是由 ProQuest 集團旗下 Chadwyck-Healey 所製作的 19~20世紀回溯性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該資料庫的 Collection 1~6，分別於 2007年及 2009年，由國科會以全國學術版方式引進台灣提供各校

使用，以強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資源，但 Chadwyck-Healey在近年，仍持續發展 PAO回溯性期

刊資料庫，並陸續推出 Collection 7 ~ Collection 10。 

 

試用網址：http://search.proquest.com/pao 

試用期限：至 2017/6/4止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1832-1953) 英文近現代中國報紙庫 

 

英文近現代中國報紙庫共收錄 12種當時於中國發行的英語報刊，記錄中國從君王體制轉變為民主政體並

經歷許多內憂外患的歷程，是研究近代中國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層面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源。本

資料庫完整收錄以下報刊之內容，並可與其他 ProQuest 資源整合檢索，提供讀者最完整全面的內容。 

 

試用網址：http://search.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76


試用期限：至 2017/6/4止 

 

※晚清民國大報庫(1872-1949) 

晚清民國時期著名大型報紙以其“存續時間長、影響範圍廣、史料價值高”，歷來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

視。唯去時漸遠，體量龐大，購讀不易，翻檢尤難。目前收錄十種報紙如下 :  

 

◆申報-1872.04.30 - 1949.05.27／共 27534號 (上海、漢口、香港) (本校已經購買) 

◆順天時報-1905.08.22 - 1930.03.27／共 9284號  (北京) 

◆大公報-1902.06.17 - 1949／共 16245號  (天津) 

◆益世報-1915.10.01 - 1949.09.13／共 8759號  (天津) 

◆晨鐘報、晨報-1918.12.30 - 1943.12.30／共 3306號  (北京) 

◆京報-1919.02.06 - 1937.07.28／共 4322號  (北京) 

◆民國日報-1916.01.22 - 1947.01.31／共 6139號  (上海) 

◆中央日報-1928.02.01 - 1949.04.24／共 7503號  (上海、南京、重慶) 

◆紅色中華、新中華報-1931.12.11 - 1941.05.15／共 687號  (瑞金、延安) 

◆新華日報-1938.01.11 - 1947.02.28／共 3231號  (漢口、重慶) 

 

試用說明：請先選擇 Modern Documents 再按 login，進入後點選頁面右上方"晚清民國大報庫"，同時在

線用戶 3個。 

 

試用網址：http://server.wenzibase.com 

試用期限：至 2017/4/21止 

 

※中國近代報刊《大公報：1902~1949》 

＊1902 年 6月 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創辦人是英斂之。 

＊《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 1926年至 1949年，即所謂「新記」時期，抗日戰爭爆發後，《大公報》天

津版於 7月底停刊﹐上海版 12 月 13日停刊。 

＊1941 年憑藉在抗戰中的出色報導和評論，抗戰勝利後﹐《大公報》上海版於 1945 年 11月 1日復刊﹐

天津版 12月 1日復刊﹐香港版 1948年 3月 15日復刊﹐重慶版繼續出版。 

 

試用網址：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 

試用期限：至 2017/5/31止 

 

※歡迎多多利用並回覆試用問卷調查：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5 

※科學月刊 

《科學月刊》創刊於 1970年元，一群身在海外，心繫臺灣的留學生，在「科學報國」、「讓科學在故鄉生

根」的精神所創立。多年來，《科學月刊》一直保持「科學人樸實無華」的編輯風格。《科學月刊》一本

「重視科學態度的培養，重科學知識也重過程」的初衷，強調「知識性勝過消遣性」，將符號公式及推理

過程忠實呈現，意圖為讀者奠好科學根基，無疑是養成未來科學家的最佳讀物。資料庫收錄此刊 1970年

創刊至 1999年間內容，共 360 期。 

＊試用網址：http://db1.udpweb.com.tw/scienceweb/home/index.asp 

＊試用帳密：IP自動登入免帳密，不限人次 

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215


＊試用期限：至 2017/6/10止 

 

※牛頓雜誌電子書 

 

《牛頓雜誌》是高製作水準的圖解科學刊物之一，強調科學須以詳實圖解，配合深入淺出的文字說明，

讓讀者更易理解。其中最大特色即是以最精密的寫真攝影、電腦模擬圖像、精美的全彩印刷，將許多基

礎及尖端科學具象化，每期均以大篇幅的照片詮釋科學現象，產生逼真的臨場感，及意想不到的趣味。

此庫收錄年份為 1983-2005，共 260期、3,000萬字、36,400 頁彩圖。 

 

＊試用網址：http://icloud.enewton.com.tw 

＊試用帳密：帳號 NTHU；密碼 29116068（請登入帳密使用，線上可同時 5人使用） 

＊試用期限：至 2017/5/10止 

＊備註：請使用 IE瀏覽器，並安裝 Flash Player元件始能閱讀 

 

Nature.com 及 Science Online 電子期刊連線問題處理方式說明 

若您於校內使用本館訂購的 Nature.com 及 Science Online 電子期刊，發生「直接連線個別期刊網頁卻

顯示非清大 IP或不能檢視全文」情形，建議依以下步驟重新設定連線： 

 

1. 刪除所有瀏覽器的瀏覽歷史紀錄並重新開啟瀏覽器  

2. 從圖書館連結電子資源的路徑 

 

※Nature.com 

A.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選擇「電子期刊」->查詢 Nature轄下期刊名稱，點選期刊

連結至 SFX服務頁面->選「Nature」按 GO進入期刊網頁 

B.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期刊 SFX->刊名搜尋輸入 Nature轄下期刊名稱，點選期刊連結 SFX服務

頁面->選「Nature」按 GO進入期刊網頁 

 

※Science Online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選擇「資料庫」->查詢 Science Online，點選連結進入網頁 

 

3. 將步驟 2取得的新的連結取代現有的連結，或逕以底下連結取代現有的連結 

 

Nature.com： 

http://www.nature.com.nthulib-oc.nthu.edu.tw/siteindex/index.html 

 

Science Online：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nthulib-oc.nthu.edu.tw/ 

 

4. 提醒您定期更新期刊網頁連結，並盡量從圖書館「電子資源」服務-電子資源查詢系統或電子期刊 SFX

查詢和使用相關資源。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68 

 

※『自由時代』週刊電子版 

http://www.nature.com.nthulib-oc.nthu.edu.tw/siteindex/index.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nthulib-oc.nthu.edu.tw/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68


"一九八四年的三月十二日，「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自由時代系列週刊誕生了，在驚濤駭浪和危

疑震撼下，自由時代週刊，一直到鄭南榕自焚後半年才結束，總共經歷了五年，而今 2009年鄭南榕先生

殉道二十年後，首次完整公開此八十年代遭禁毀的雜誌。 

 

為讓後代的台灣人民乃至於全世界的研究者能不限時間及地域的侷限，藉由數位科技 閱讀接觸雜誌，而

進以更清楚當時的政治環境，民主前輩們如何辛苦地爭取言論自由 的真實記錄。 

 

收錄內容：「自由時代」302期雜誌 

資料型態：全文+全版影像＋全文檢索 

收錄年代：1984年 3月-1989年 11月，共 5年 8個月 

＊試用網址：http://hunteq.com/ftimenewc/ftimenew 

＊試用期限：即日起至 2017年 4月 30日止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3 

※歷代別集庫--明前編 ＆ 清前編期 

圖書館新增「歷代別集庫--明前編 ＆ 清前編期」資料庫，共收錄先秦至清末歷代個人著作集（包括騷

賦集、詩文集、詞曲集及其注本、選本）1萬種，宋元明清及民國各級善本 1萬個，全文超過 20億字，

影像超過 1,000萬頁。採用愛如生獨有的數字再造技術製作，還原式頁面，左圖右文逐頁對照，眉批、

夾注、圖表無障礙顯示；毫秒級全文檢索，可添加書簽和批注，並可下載和打印。 

 

網址：http://server.wenzibase.com/ 

或由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登入後，搜尋「歷代別集庫」即可。 

 

說明： 

1. 校外請透過 VPN使用； 

2. 請點選 Product: 愛如生古籍數據庫，再按 Login 進入資料庫。 

3. 限 2人同時上線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7 

 

服務訊息不漏接！2017/4/14 

歡迎按讚加入~清華大學圖書館粉絲團 FACEBOOK 

 

http://hunteq.com/ftimenewc/ftimenew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93
http://server.wenzibase.com/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157
http://www.facebook.com/NTHULIB

